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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註校社工多年，羅姑娘有感不少現代父母缺乏為人父母的承擔。有些因害怕管教會破

壞親子關係而放棄親自教導子女的義務，反之，更會要求學校老師和社工代為負起管教

的責任。很多家長並未理解適當管教的背後實在是為子女帶來更大的安全感；而家規的

訂立和遵守更會減少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張力。與青少年接觸多年，羅姑娘最痛心看到有

些學生因長期缺乏家庭溫暖和關懷而走上歪路，有些更不懂得愛惜自己的身體和生命。 

作為三個孩子的母親，在日常生活裏，羅姑娘除了與子女面對面溝通外，更會不時在家

中當眼處放些剪報或文章，藉此向子女傳遞不同的訊息。 最後，羅姑娘提醒作為父母的

，對子女不能不管不教。說到底，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師傅；師傅的一舉一動，徒弟必

定心領神會，而身教的重要更是不得不提。

很多家長都覺得別人的子女較為聽教聽話，原因可能是面對自己仔

女的種種時常有切膚之痛，因此，教起來也會「肉緊」好多。當遇

到子女的行為、態度與自己的思想價值不同時，很易會引起親子關

係上的角力。家長們必須留意自己的情緒，由於日常工作、經濟、

人事等問題所做成的重重壓力，令她們經常感到背負千斤重擔，故

此，在育兒路上，即使是添加一條小小的羽毛，也可能會令家長們

在情緒上、心理上整個人塌下來的。

作為家長首要認識自己、了解自己，明白配偶是個怎樣的人，才能

較容易了解孩子的性格，從而有效提地提升他們的潛能。不要與其

他家長、其他孩子比較。嘗試了解自己的不足、了解孩子的限制。

家長面對孩子成長的挑戰，要先明白他們在不同年齡層有著不同的

需要，因此必須有愛心、耐心；要忍心及忍口。不要凡事「問」、

凡事「話」，給孩子學習探索的機會；不要太多或太快的幫助。家

長們能處於平衡的心態底下才能彰顯真正的關心和愛心。

培育孩子是一個信念，要相信這孩子是一個有價值、獨特的個體。

不要把他想像成小魔怪，學習接受他。不要以為可以用特別的方法

可把橙的種子栽種成蘋果 － 培育孩子也如是，要接受他們的能力和

特質。孩子本是善良的；另一方面，每個人都有自我修補的機制，

天生就懂得掙扎求存。故此，父母自己不要過著扭曲本質的生活，

要讓自己過一個健康平衡的生活，這樣，孩子就能愉快地成長。

做家長有很多夢想：其一是夢想教好孩子，其二是夢想見到孩子

的未來。因此，每每希望為孩子舖排一條安安穩穩的路…身體健

康、工作順利、戀愛如願……等等。

夢的源頭原來就是愛。因此講者認為「家」不是講道理的地方，

而是講「愛」的地方。他告訴我們親子間的情並非是單向的，並

引導我們體會養育孩子的心態 － 不要冀望能以「今天的我」去看

「未來的我」（指子女長大成人後的種種情況）；而是應以「活

在當下」的心：帶著「未來的我」去看「今天的我」，換言之，

即是好好地與子女同行，陪伴他們成長。

講者最後以一首自創的新詩，題為：『家長生涯原是夢』，分享

他「為父者」的情懷，並作為是次講座的總結。全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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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社工，香港中文大學家長教育文學碩士

講者：羅幗英女士「與青少年子女同行」「與青少年子女同行」



陳廷三博士主持講座

三星期的個人成長工作坊

工作坊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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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密中學工作坊迦密中學工作坊

隨著社會不斷轉變，為人父母並不容易，在養育子女的過程中，所面對

的挑戰亦不少，有時很令人失望及沮喪，甚至無法及無力享受做家長的

福份。有見及此，本會聯同迦密中學家長教師會合辦一系列的講座及工

作坊，希望家長能從中得到啟示，重拾作為父母的情懷。首次的活動為

家長講座，本會有幸邀得香港中文大學教育研究所專業顧問陳廷三博士, 

於2010年2月26日主持講座, 題目是“為人父母的動力”。當晚參加人數

接近三百人。陳博士以風趣幽默的姿態, 深入淺出地引導家長如何重拾為

人父母的動力。是次講座正為工作坊掀起序幕。最後, 本會主席陳碧茵女

士分享個人經驗, 鼓勵家長參加為期三星期的個人成長工作坊。

，

家長分享三:

自己雖然生活算是無憂，心底卻明白人生不如意事，可能真是十嘗八、

九，聽到別人真誠地訴說，我也深深感受其中的苦況，既衷心渴望可事

過境遷，同時體會了人生無常，必須活在當下，好好珍惜最親最愛的家

人，以免日後遺憾。

家長分享四:

鬱結多年來，因工作壓力、兒女之轉變、家務重擔、體能下滑…等，很

久沒有寬懷之心情，問題互相纏擾，每況愈下，不能釋放! 身邊之親人

不滿之態度，變本加厲；愈是著急，用盡方法，委曲求全，亦不成效，

情緒更壞! 

朋友無不著急，總以密集式勸導，心情要放開、眼光要放遠…等，我也

嘗試放開，但如何放開、如何交下?各方來的問題沒有暫停，偶爾稍為

放開些，事後更感困擾!更感內疚，怪自己逃避該負之責任! 

偶然於迦密中學之家長講座，聽取陳廷三博士言論，其後更參加他籌辦

之工作坊，由香港家長教育學會執行，其內容正為我的心結，提供了解

開心鎖之鑰匙!雖然知易行難!但最少找對了方向，方法仍在努力揣摩!

實際上，要落實如何面對現實條件之下滑，如何接受?仍需努力調節!

為使有更佳效果, 工作坊之後, 本會再得陳廷三博士協助, 於迦密中學

主持總結性的演講。題目是“培育子女的方向”。對於陳博士義務之協

助, 實在是家長們和本會之福氣。事實上, 家長們得益豐富, 尤其是曾

參加工作坊的十八位家長。大家在組內建立了互信的關係, 彼此建立和

鼓勵, 更期望在工作坊後再有重聚機會。最後, 家長們自發成立家長小

組, 繼續發放“正能量”, 互相支持, 幫助其它有需要的家長。

家長建議:

構思中大家期望有機會與其他家長同行者在無壓力的氣氛下談談情 － 

身為家長戰戰兢兢的心情；說說愛 － 父母對子女無私的愛；講講心 

－ 教育下一代的心得。基本上大概是一年三數次輕鬆聚會，可完全不

需主題，亦無需嘉賓，重點是好友同路喜相逢，已可減輕那些在教兒育

女時偶現的負面情緒。我們更希望能以此工作坊為切入點，以工作坊參

加者作班底，將迦密中學的家長教育理念進一步延伸下去。

講座之後，本會工作坊籌委立刻與報名參加工作坊的家長面談，好讓雙方

互相了解，為工作坊作好準備。最後，十八位家長參加了13/3，20/3，

27/3連續三個星期六晚上的工作坊。本會對於是次工作坊皆隆而重之，籌

委成員者眾，由副主席余慧賢女士主領，並有多位籌委成員協助，担任組

內協調員，包括周劍萍女士、鍾美儀女士、鄭偉光先生、袁瑞萍女士、廖

雪梅女士及梁鳳瑜女士。本會各委員，希望從家長教育碩士課程所學的知

識和理論，得以實踐，幫助家長重溫故事，從而得力面對未來培育子女之

路。是次工作坊頗能圓滿完成，家長們反應正面，均表示從中有所得著:

家長分享一: 

我今次響應了學校的呼籲，和太太一同參加工作坊，……我倆分配在不同

組別內，但我們同樣獲益良多。……工作坊雖已完結，不過我們希望除了 

自己的家庭得益外，更加能夠幫助其他人獲得這些喜樂，將美好的事物廣

泛流傳下去。

家長分享二:

參加這工作坊前心中確有一番交戰： 一連三星期的週五晚上，既不能遲

到，更遑論缺席！以香港都市人急速緊迫的生活節奏，一個家長活動有這

般要求，是否算是匪夷所思？然而我去了，且與其他家長一樣，同是堅守

承諾，百份百出席，更全情投入。感覺與以往參加學校舉辦的常規家長講

座，著實不同。工作坊著重個人成長，重視自我反思、檢視人生，以提昇

本質素養，達致先「修身」，後「齊家」之效，此方向又與基督教育的實

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參與高質素的回顧過去以珍惜當下的活動同時，各家

長已培養出高度的互相信任和了解，無怪在最後一次的「重聚」中，大家

依依不捨，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小組繼續進行活動的建議，即時得到全體參

加者和校方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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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香港家長教育學會」的成立，並提供機會

讓一眾中大的系內同窗、友好及老師們等能聚首一

堂，閒話家常，本會特別於今年1月23日（星期六）

於中大教職員會所舉行上述聯誼晚宴。是日出席的

嘉賓包括本會其中3位「榮譽顧問」：陳廷三博士、

陶兆銘博士和楊健思女士。至於出席的同學，則主

要來自第一、二屆「家長教育」碩士課程的畢業生

及學員；人數合共35人。

當晚的場面溫馨熱鬧，歡笑聲此起彼落。除有精美

的西式佳餚，陳廷三博士亦在席上致辭，他以一貫

輕鬆幽默的口吻，向在場的老少同學們，致以衷心

的鼓勵和真摯的勸勉；他並祝願本會在「家長教育

」的事工上能夠持之以恆、發揚光大。席間另有3位

畢業同學先後發言，包括：歐陽婉玲、麥潔貞（09

年碩士畢業生）和鄭偉光（09年碩士畢業生），他

們都趁機向3位出席的老師及一眾未克赴會的「家長

教育課程」導師們，致以最深切的謝意，感激他們

在過往的日子，循循善誘和傾囊盡授，兼且一直保

持一份亦師亦友的高誼隆情！

同學分享同學分享

陳︰你做完這個專題研習後，有什麼得着？

蘇︰我很享受做這個研究的過程。我同時發現自己以前在聽，

或消化人家的說話時，都是水過鴨背，流失的東西很多。

而當自已花很多時間，很仔細的看那两三個小時會面內的

資料時，才發現在日常中，錯失了那麽多的細節。我發現

每人講的東西，都有他的意義，只是我未有留意，發覺不

到。我在這過程內，學到一些東西，也發現自己以前失去

的東西，我覺得整個過程是開心的。 

她們的故事也令我有些感想，包括：年長母親的人生觀從

何而來？他們的人生觀和我們的有什麼差距？原因何在？

他們怎樣看責任？怎樣看自我？怎樣看和家人的關係？怎

樣看顧兒女？他們的看法其實和我們今天的看法有很大的

距離。這勾起我很多的問題，很想繼續的去聽，繼續的去

想這些問題。

陳︰你先前的想法是想多了解你家姑。你聽完這些老人家的故事後，對

你和家姑的相處上，有沒有變化？

蘇︰我發覺他們都有很深的素求，如何成為家庭內的和諧作用。他們也

想和子女保持密切的關係。 但他們也明白到自己的責任已經完成

了，負担也沒那麽重了。他們若是以自願的心態去支援子女的話，

自己覺得開心，子女也依靠他們。

我研究的三個個案都算是好的，他們覺得已完成自己的責任，也能

和子女重新釐定關係。他們會採取比較後退一點的角色，他們仍然

覺得自己重要。他們的想法是：雖然我後退一點，但我隨時準備好

支援子女，而這是出於自願，不是出於責任。

由於三位年長母親都有以上的想法，這讓我覺得可能其他的年長母

親都有這樣的想法。但如果他們覺得在親職的過程中有遺憾的事的

話，會影響到現在與子女間的相處。所以要給他們空間，讓他們整

理和解讀作母親的經歷。雖然個別母親談到難處和遺憾之處，還好

的是三位年長母親都有比較正面的經歷。

2010年5月13日（星期四）香港教育研究所向同學介

紹做專題研習的準備工作，家長教育學會藉此機會，

邀請兩位已完成專題研習的同學分享他們做研習的過

程和心得。他們分別是蘇玉欣同學和林澤志同學。蘇

同學在會後接受了會長陳碧茵的訪問，她研習的內容

是以敘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方法，從年長母

親的生命故事中，了解他們親職的意義和經歷。以下

是訪問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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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日誌會務日誌

It was a beautiful day at the cemetery.  The ashes of my 98-year 
old grandmother were placed side by side with my grandfather’s.  
The dear old couple had been walking their life together for 
seventy years, witnessing the growth of their three daughters, six 
grandchildren and four great grandchildren.  Their love and 
guidance had strongly bonded the family and they were greatly 
respected.  My grandfather was a humble person and despite he 
never talked much, his speech revealed his wisdom and vision.  
My grandmother was among the last generation in China who still 
had her feet bundled to the size of few inches.  Her being illiterate 
did not hinder her from reading the thoughts of others.  That was 
possibly why after her husband deceased seven years ago, she 
had always been wishing to leave the world, to elude from the 
loneliness she had to face.  

She witnessed the blossoming and withering of the orchid flowers 
outside her winder year by year, until she finally withered with 
them this autumn.  Her absence brought relief for her caretakers 
but the grief that came with it was unexpectedly strong.  She was 
missed for her voice, her touch, her aroma, her little feet that 
toddled her around the apartment, and last but not least, and the 

My younger son and her favorite great grandmother at 
the last lunch they had together.

family bondage that had left with her.  Regarded as somewhat a 
burden during the days she lived, she has finally proven herself an 
unaffordable loss – a mighty “matrifocal tilt” in the family.  

My sons love their great grandmother.  My older son has been 
avoiding talking about her despite he claims he understands the 
natural cycle of life and death.  My younger son, like his brother, 
was very attracted to old lady.  They had always enjoyed running 
their fingers through her soft silver hair, feeling her deep-creased 
wrinkles and sniffing on the special fragrance on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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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點 活動 主講 

2010.04  創刊號會訊出版  

2010.04.30 迦密中學 家長教育講座(第二講)： 
培育子女的方向 

陳廷三博士(榮譽顧問) 

2010.05.13 香港中文大學 第二次專題研習分享會 會員分享 

2010.06.19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講座:與青少年子女同行 羅幗英女士(會員) 

2010.07.26 講座:培育子女的目標和方向 蘇育欣女士(會員) 

2010.07.27 講座:賞罰以外 蘇育欣女士(會員) 

2010.07.28 講座:發掘子女的潛能 廖雪梅女士(學術主任) 

2010.07.29 

大埔浸信會 

講座:享受為人父母的情懷 廖雪梅女士(學術主任) 

2010.09  第二期會訊出版  

2010.09.18 香港中文大學 第二屆會員大會  

2010.09.25 香港培正小學(幼稚園) 講座：培育孩子從賞識開始 許珍珍女士(會員) 

 
2010.11.12 迦密中學 講座:與青少年子女同行 羅幗英女士(會員) 

2010.11.13 

2010.11.20 
香港培正小學 高小家長個人成長工作坊 

(2節共12小時) 
 

2010.12.04 

2010.12.11 
香港培正小學 初小家長個人成長工作坊 

(2節共12小時) 
 

2011.01.08 香港培正小學 家長教育講座 陳廷三博士(榮譽顧問) 

2011.01  第三期會訊出版  

2011.02.26  家長教育講座(第一講) 陳廷三博士(榮譽顧問) 

2011.03.12 

2011.03.17 
個人成長工作坊 

(2節共12小時) 
 

2011.04.09 

聖保祿幼兒園 

家長教育講座(第二講) 陳廷三博士(榮譽顧問) 

2011.05 香港中文大學 第三次專題研習分享會 會員分享 

 


